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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上期第六頁「《使命與傳承—播道會
來華史(1887-1949)》快將出版！」一文中
「更面對著非基運動，天平天國，無神論…」
應為「更面對著非基運動，義和團之亂，
無神論…」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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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二月，月報有我們的「教育部青年組」談對青年人的教育牧
養，自然會講到現今這「事工」的難，人常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遠古已知的道理，就是「任重道遠」且「艱鉅」的了。只是近年大家感
覺年青的一代行為脫軌，又與其他人的相處脫軌，且脫得有點難掌握！
之所以難，去年的內容有很仔細的分析，「教育部青年組」繼續於今期
月報寫牧養青年人：「青眼有情」，今期關心的是他們的情緒，都想請
大家多關心。
　　容許筆者「題外話」，舉個例：單從外在表現，我們會感覺青年人
只會對着手機，又或是只活在自己的朋友圈子裏，甚至只躲在自己的宇
宙中，不會太主動接觸其他人，特別是與比他們年紀大的人相處。不過
想一想，或他們只是不習慣，或不知所措，怕醜怕被鬧怕對答，於是有
的小伙子只是借「手機」遁，特別如果與他們對話只是留在問長問短，
甚麼才對，甚麼是錯，卻對他們的生活喜好話題又一無所知。
　　這個例子，不能解釋或概括所有的狀況，卻會讓我想，不要太快給
他們下定論，若我們對青年人的理解不準確，他們就更怕與我們交往或
交通了。所以當我們談到他們的情緒表現，要能多了解他們，的確要很
多工夫，而且很可能，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可以了解他們的機會，現在
「要追落後」！筆者仍是導師之一，也得承認，也在追落後，所以更要
細心觀察及聆聽！
　　筆者常分享：朋友要「老．中．青」都有，而且會不斷有機會更替
的，人會聚散，所以要補充，朋友少了，生活圈子就變得窄，也少了作
見證的對象。更重要的，今天我們對年青人的關心，不只是導師們、牧
者，或「教育部青年組」的事，我的朋友若包括老中青，青年人也都是
我的	 Fan	 了！我就當然要關心支持，及走在照顧的行列了，這能「預
埋」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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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 道 會 總 會   總 幹 事 交 職 典 禮
 
	 播道會總會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六日（主日）下午三時半假
本會恩福堂（九龍長沙灣道789號恩福中心二樓）舉行「總幹事交職典
禮」。現任總幹事羅錫堅牧師將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卸任，候任
總幹事陳永就牧師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履新。
	 感謝羅錫堅牧師自二零一七年起出任總幹事至今，帶領宗派尋找
機遇，突破限制，開拓事工，貢獻良多。願神賜福羅牧師未來的生活。
	 候任總幹事陳永就牧師於二零零七年在中國宣道神學院完成神學
裝備，旋即在本會彩福堂擔任傳道，並於二零一二年按立為牧師，自二
零零八年起擔任本會彩福堂主任至今。
	 播道會總會敬邀各界人士蒞臨同頌主恩。如蒙垂詢，歡迎致電
2715	 9683與本會行政總主任姚潤平先生或總幹事助理李鄭嘉兒女士聯
絡。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敬約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文字部招聘編輯同工
總編輯
職責：負責書籍及主日學課程出版業務及管理規劃；開發和維護作者及夥伴資
源；版權洽談及授權事宜；監控品牌設計及製作質素。
入職條件：具有神學/基督教教育碩士或更高學歷；大學中文系/翻譯系/語言學
系/傳理系學士或更高學歷；具	10	年或以上與出版相關的工作經驗（與主日學課
程相關更佳）及具5年或以上的管理經驗	。

編輯
職責：負責書籍及主日學課程策劃；跟進出版與編製進度；處理線上文案；因
應個別情況進行採訪	；參與行銷及推廣工作。
入職條件：具有神學/基督教教育或同等學歷；大學中文系/翻譯系語言學系/傳理
系學士；具	3	年或以上與出版相關的工作經驗	(與主日學課程相關更佳)	。

工作時間：每週5.5天（長短週）
申請辦法：
有意請繕詳細履歷及薪金要求，電郵至	 epress@efcc.org.hk（只供	招聘用）播
道會文字部主任收。（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並只供招聘相關職位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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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播道70載：播道書局轉型感恩禮後記  
	 人生七十古來稀，一間書局經歷七十年的高山低谷，克服重重難關，亦
非偶然，全賴神的恩典，才能跟無數的信徒同行，以文字培育他們，並帶給
人許多美麗的回憶。播道書局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於九龍城開業，孜孜服侍眾
教會，至今七十載，侯王道實體店將於今年年底完成使命，隨即展開網上書
店，在線上繼續服侍海內外教會和信徒。為此，播道會文字部在11月6日（
星期六）假播道會恩泉堂舉行「播道書局轉型感恩禮」，邀得一眾關心播道
書局的教牧長執和弟兄姊妹蒞臨，同證神恩。		
	 感恩禮於當日上午11時開始，播道會文字部部長陳士衡先生致辭時簡述
書局的發展史，見證神如何藉書局和文字部的出版培育無數僕人。接著放映
短片「文以播道70載」，藉十多位見證人的訪問片段，以及一幅又一幅的歷
史照片，構成一套播道會文字事工的記錄片，彌足珍貴。及後大衛城文化中
心總監吳振智牧師、播道會恩泉堂退休牧師陳黔開牧師，以及文字部前行政
及推廣主任郭恩榮先生分別從書局受惠者、牧者和信徒領袖三個角度分享播
道書局的貢獻和屬靈閱讀的重要性，激勵信徒繼續在屬靈閱讀上下功夫。		
	 感恩禮的高潮是頒發同工嘉許獎。得獎同工分別是
事奉逾十七年的張東月女士，以及從1950年代已在播道
書局工作，已屆耄耋之年的黃裕強先生。張女士默默耕
耘，為人推介合適精品是她的恩賜；事奉逾三十多年的黃
先生不僅推介書籍，而且樂向人傳福音，更以一本簿子記
下千多位信徒的名字，為他們代禱。他回憶當年情時感恩
不已，縱然年邁，心仍火熱，其心志絕對能成為一眾後輩
的激勵。		
	 播道書局實體店的服侍暫告一段落，但播道會文字
部仍會努力藉出版和網上書店繼續文字事工，期盼在不久
的將來，感夠在神預備的地方，開設更適合弟兄姊妹的閱
讀資源中心，一個不止閱讀，更是屬靈交流的聚腳地。這些都要靠堂會與信
徒的代禱與支持。	
	
「文以播道70載：播道書局的過去與現在」
紀錄短片(20分鐘濃縮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sZh8vU4W4&t=24s	
50分鐘導演足本將於稍後上載，敬請留意。	
播道會文字部/播道書局	IG	:	evangelbookstore		
FB:	Evangel	Press	/	Evangel	bookstore		
Website:	evangelp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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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泉堂
1.牧師/傳道
職責及要求：
負責牧養職青及成人；神學學士或
道學碩士畢業；具教導、牧養、領
導、佈道恩賜及牧會經驗(福音派按
立牧師優先)；重團隊合作。

2.助理行政主任
職責及要求：
協助行政主任管理辦公室事務、處
理會計、財務、人事、行政等。大
專或以上、中英文良好，具五年行
政、須具財務規劃及管理經驗。(有
管理機構財務經驗優先)。善與人溝
通、主動盡責、能獨立處理事務、
重團隊合作，具事奉心志。需星期
日上班。
申請辦法：
有意應徵者，請將履歷（必須寫明
所屬教會）及期望薪金，電郵到
admin@efccgc.org.hk或	 郵寄「九
龍城侯王道39-43號中國基督教播道
會恩泉堂行政主任」收，封面請寫
明所應徵的職位，合則約見。（申
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並
只供招聘相關職位使用）

3.全職及兼職事務員各一名
職責及要求：
負責一般事務、場地擺設及清潔工
作。擁有小型維修工作經驗更佳。
全職或部份時間均可。

分享家中事

申請辦法：
查詢詳情及登記約見，請致電恩泉堂
23822366與林先生洽。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
並只供招聘相關職位使用）

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1.行政助理
大專或以上程度，不少於三年的行
政工作經驗；熟悉電腦文書及常用
軟件；統籌辦公室事務、安排及督
導幹事工作；支援教牧及執事會工
作；負責統籌及管理教會日常運作
事務，包括：行政、文書、人事、
會計簿記及維修等。聚會安排、整
存會友資料及物資管理。須週六日
當值。

2.高級幹事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 中 學 文 憑
（HKDSE）或以上程度；熟悉電腦
操作及中文打字；支援各項教會行
政工作及日常運作事務；負責教會
活動、事奉人員、會眾資料整理及
記錄；須週六日當值；有教會服侍
經驗者優先考慮。

有意者請連同個人履歷、應徵信，
並註明「申請職位」寄九龍新蒲崗
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5樓，播道
會迦南道真堂代堂主任收;或電郵
recruit@canaan-efcc.org，合則約
見。(資料保密，只作招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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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奇恩堂
誠聘堂主任
工作範圍	
策劃及推動教會事工發展；教會行
政工作；需於晚間、主日及公眾假
期當值。
要求
1.	認可神學學位；
2.七年以上牧會經驗，能勝任教會
所安排的工作；
3.人際關係良好，善於溝通及重視
團隊精神；
4.具治理、講道、牧養及門徒訓練
等恩賜能力。

備履歷及期望薪酬，寄九龍美孚新
邨百老匯街32C地舖「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奇恩堂-人事小組」收。（申
請人所提供的資料予以保密，並只
供招聘相關職位使用）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誠聘青少年傳道
神學畢業，三年以上牧養經驗，積
極委身，重視團隊精神。專責牧養
發展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請繕履歷、蒙召見證及推薦函寄：
efcctinyan901@gmail.com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聘牧小組收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和平堂
誠聘以下同工
1. 全職傳道
神學學士或以上學歷，負責青少年
及兒童事工，積極主動，重團隊合
作精神，有相關經驗者優先。
2. 教會幹事 (一年合約)
主要負責教會行政、處理電腦文
書、熟中英文打字；並協助教會
各事工、聚會、活動及自修中心當
值。申請者需具事奉心志、責任
感、細心誠實及團隊事奉精神，有
行政工作經驗，大專畢業，須週六
及主日上班。	
有意者請將個人履歷及蒙召見證寄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333號華懋333廣
場10樓，播道會和平堂招聘小組收
或電郵	 recruit@woping.org.hk，收
到的資料將絕對保密及只用於招聘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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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誠邀主內具經驗，願承擔，勇於接受挑戰的肢體加入我們的服侍團隊。

機構傳訊主任
入職條件：
持學士學位或以上（主修中文、傳理或市場學為佳）；有網站編採經驗；熟習透過資訊科技
發展傳訊網絡，包括網站管理、Facebook、e-newsletter、E-mail、CMS技術 ；有三年或以
上非牟利組織或教會行政管理、公關傳訊經驗為佳；主動、積極、創新 。（獲選參加第二
次面試申請人需提交中英文事工策略建議書。）
主要職責：
透過資訊科技加強播道會堂會及所屬機構的聯繫，促進宗派內同工領袖和肢體之間的交往；
管理本會知識資源(Knowledge Management)；  管理及監察宗派總會網站、數碼通訊、社
交網絡等平台，並作數據分析；推廣播道會形象，建構、執行及檢視本會機構傳訊策略。

行政助理
入職條件：
中學預科或大專程度；熟悉電腦操作（包括中英文輸入及常用辦公室軟件，懂圖像處理為
佳）；性格樂觀、熱誠有禮、樂於服侍，能獨立工作並能與人合作。有相關之經驗為佳。
主要職責：
協助接聽來電、訪客查詢 ；處理一般電腦文書，協助備製文件及檔案整理工作；日常行政
工作 ；協助聚會及活動進行 。

申請辦法︰
請將應徵信、要求待遇及履歷（宜詳細列明工作經驗，如能提供前僱主推薦信更佳），電郵
至generalsecretary@efcc.org.hk 或郵寄「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4樓播道會總
會辦事處」，信封註明應徵職位。合則約見，懇辭電話查詢。

截止申請日期：2021年12月31日

*所有申請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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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總會暨得勝堂邀請
會眾蒞臨劉冬青傳道按立牧師典禮

播道會總會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主日）
下午三時半假本會播道書院小學禮堂（新界將軍澳至善街7號）

為得勝堂劉冬青傳道舉行按立牧師典禮，
由莫樹堅牧師主禮，按牧團尚有陳培明牧師、麥家輝牧師、

羅錫堅牧師、余仕揚牧師及莫潤輝牧師，
劉信之牧師（得勝堂牧師）講道及訓勉，
總會總幹事羅錫堅牧師頒發牧師證書。

播道會總會暨得勝堂敬邀各界人士蒞臨同頌主恩，
查詢請電2715 968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敬約

劉冬青傳道分別於禧福神學院、

浸會神學院及伯特利神學院

接受神學訓練，並完成神學裝備，

於二零一三年起在本會樂泉堂及

得勝堂任職傳道至今。

hhhhhhggg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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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總會舉行
方張淑嫻傳道按立牧師典禮

播道會總會謹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九日（主日）
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傳恩堂

（香港柴灣利眾街24號東貿廣場31樓）
為總會方張淑嫻傳道舉行按立牧師典禮，

由莫樹堅牧師主禮，按牧團尚有何志滌牧師、杜其彪牧師、
林誠信牧師、羅錫堅牧師、朱卓慈牧師及袁麗連牧師，

由羅錫堅牧師（總會總幹事）講道及訓勉，
總會執委會副主席何志滌牧師頒發牧師證書。

播道會總會敬邀各界人士蒞臨同頌主恩，
查詢請電2715 968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敬約

方張淑嫻傳道於恩福聖經學院

（現為恩福神學院）接受神學訓

練，並完成道學碩士裝備，於二

零一五至二零一八年在本會恩福

堂任職傳道，並於二零一九年於

總會任職傳道同工至今。

hhhhhhggg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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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資源發展及傳訊部

	 信仔(化名)自幼已缺乏家庭照顧，輾轉入住播道兒
童之家。記得入宿初時，他經常鬧情緒，行為衝動，自
理能力亦未如理想。

獎勵計劃	-	提升「自信、自理、自學」
	 信仔的情況在小學家孩子中亦常有發生。家舍家長
集思廣益，特別設計了「星章伴我行」計劃，鼓勵孩子
在生活技能、多元智能、屬靈學習等範疇發展。這類獎
勵計劃，能推動孩子挑戰自我，提升「自信、自理、自
學」的能力。
	 對於信仔，這計劃令他積極在生活技能及屬靈方
面等均有進步。現在，他會主動向家長提出做家務，參
與詩歌敬拜、禱告聚會等。計劃能因應信仔的喜好和興
趣，自行選擇參與不同的活動。	

屬靈進步獎
	 院舍福音幹事留意到信仔在主日家舍聚會中，非常
專注投入、積極回應、用心禱告、閱讀聖經、背誦金句
等，出色的表現讓他獲得屬靈進步獎。經過頒獎禮後，
他表現得十分雀躍，獎牌成為一個具體的指標推動他繼
續努力。

《 星 章 伴 我 行 》 -  屬 靈 進 步 獎

Godly	Play	-兒童培靈 併砌金句



不 作 「 躺 平 」
       的 基 督 徒

總幹事心語

 近來有一個名詞在中國內地流行，就是「躺平」。這是一些年輕人對
社會裏的競爭和經濟壓力感到失望而作出的回應，他們的處世態度是「不奮
鬥，無欲無求，選擇躺平」。這個心態產生出來的行動就是「不買房子、不
買車、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孩子、低水平消費」。 
 這個名詞兩年前開始在內地流行，似乎有蔓延到香港的趨勢。今日香
港市民面對很多壓力---新冠疫情、政治轉型、移民潮、經濟下行、樓價昂貴
等。這些情況令很多人---特別是年青一代感到無奈和絕望。 
香港的基督徒應怎樣面對這個時代？我發現有些信徒對前景失望，有意無意
地也採取了「躺平」的態度。
 這心態有違聖經的教導，讓我們思考使徒保羅的訓勉：「你們要靠主常
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我
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
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
訣。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 四4-13)
 使徒保羅寫這封信時，是在羅馬監獄裏。倘若任何人有「躺平」的理
由，他的理由肯定更充分。但整封腓立比書信洋溢出來的，是喜樂、信心
和盼望。這段經文為我們提供了兩個回應這時代的秘訣：第一是無掛慮地禱
告；第二是憑信心作萬事。
 上帝呼召了你和我在這末世為耶穌基督作見證，願我們不辜負這榮耀尊
貴的使命：「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 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
得前書二9）

羅錫堅




